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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Walk from Prince Edward Station or
      Bus stop [ 洋松街休憩處 Larch Street Sitting-Out Area]
      Bus 31B, 2E, 18, 905P, 914, 914X
      Mini bus 12S, 70, 70A, 46

Workshop 7, on 25th f loor, 
128 Bedford Road, Khora, Tai Kok Tsui



Regular Drawing/ Painting Class
恆常繪畫班

課程簡介

恆常繪畫班為幼兒(3-5歲)、兒童(6-12歲)、青少年(13-18歲)等不同程度的學員設計繪畫課程。
課程根據學員的能力及透過不同主題，由淺入深地教授學員運用不同藝術媒材及技法來進行繪
畫創作。

教學對象    幼兒(3-5歲)、兒童(6-12歲)、青少年(13-18歲)

所需時數    約1.5小時

***【 幼兒(3-5歲) 恆常畫班 】

學習目標

啟蒙學員對繪畫藝術的興趣及創意思維
掌握繪畫不同線條、形狀、著色的技巧
培養學員對四周事物的觀察力
培養學員的耐性和專注力

***【 兒童(6-12歲) 恆常畫班 】
 
學習目標 

建立對繪畫藝術的興趣及創意思維
掌握構圖、事物輪廓、光暗、結構比例、透視空間及著色等技巧
培養學員對四周事物的觀察力
培養學員的耐性和專注力

***【 青少年(13-18歲) 恆常畫班 】
 
學習目標 

進一步深入認識各種繪畫技巧和物料應用
訓練及鞏固繪畫技巧
發掘及認識不同藝術範疇
培養及建立個人創作風格



Regular Art Class
恆常藝術班

***【 創意輕黏土班 】

課程簡介 

創意輕黏土班透過不同主題的教學素材，教授輕黏土的搓、捏、壓、黏、刻、剪及混色技
巧；同時，讓學員發揮創意及想像力，在導師的指引下，手捏出不同主題的精緻輕黏土作
品。

學習目標 

培養學員手肌發展及手眼協調
培養學員的立體概念從而訓練學員的立體感
掌握運用輕黏土的技巧
培養學員的耐性和專注力

教學對象：幼兒(3-5歲)、兒童(6-12歲)

所需時數：一小時

***【短期創意輕黏土班  (期間限定課程：特定主題)】

課程簡介 

短期創意輕黏土班是恆常班的初體驗課程，在特定的主題下，學員可
發揮創意及想像力，手捏出不同主題的輕黏土作品，課程完畢後，學
員可參加恆常創意輕黏土班，提升運用輕黏土的技巧。

學習目標 

建立製作輕黏土手作的興趣
培養學員手肌發展及手眼協調
培養學員的立體概念從而訓練學員的立體感
培養學員的耐性和專注力

教學對象：幼兒(3-5歲)、兒童(6-12歲)

所需時數：一小時

節數：8 節



Regular Art Class
恆常藝術班

***【 Multi -Media Class 多元藝術創作坊 】

課程簡介

多元藝術創作坊透過讓學員嘗試加入不同物料，配合繪畫，創作出不一樣的畫作。課程能讓
學員認識到藝術創作的多元性，並不限於使用基本作畫工具如：畫筆和紙，還可以加入其他
素材進行創作。

學習目標

啟發學員對混合媒介藝術創作及美感的認識
建立對藝術創作的興趣及創造力
掌握選用不同素材配合繪畫，以豐富作品的能力
培養學員的耐性和專注力

教學對象：幼兒(3-5歲)、兒童(6-8歲)

節數：8課

***【 幼兒藝術體驗班】

課程簡介

幼兒藝術體驗班透過說故事的方式，運用不同藝術媒材及工
具，如各種水性顏料、海綿、牙刷、氣球等取自日常生活的材
料，給孩子探索不同質感，讓他們盡情地玩顏料、玩材料，以
富趣味性及不設限的教學方式，激發孩子的天馬行空的想像
力。

學習目標

讓學員從玩藝術了解藝術的自由形式，盡情發揮創意
掌握探索不同物件及顏料的特性
建立自主探索的能力
以不設限的藝術創作形式，提升成就感

教學對象：幼兒(3-5歲)



Workshops
藝術工作坊

***【Pastel Nagomi Art Class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 （初階/進階） 】

課程簡介

日本和諧粉彩(Pastel Nagomi Art) 是由日本細谷典克（Hosoya 
Norikatsu）老師創立，並創辦了日本パステルホープアート協会 
(Japan Pastel Hope Art Association : JPHAA。「Nagomi」在
日文的漢字中解作「和」，有著和諧的意思；而和諧粉彩則是一種
療癒的藝術。細谷先生希望透過乾粉彩的技巧、簡單的工具，運用
手指繪畫的方法，盛載情感、抒發情緒，達致放鬆的藝術治癒的效
果。

學習目標

認識日本和諧粉彩藝術的理念
掌握日本和諧粉彩的基本至進階技巧，並完成一幅作品
透過和諧粉彩無分對錯的創作方式，啟發創意、增強自信及 
放鬆減壓

教學對象：4歲以上，參加者無需要任何繪畫經驗或基礎

所需時數：約兩小時

***【Art jamming workshop】

Art Jamming 體驗：Terena Art Studio 提供物料
及導師，協助您完成自己既創作，如無特別喜好，
導師們會給予意見，為您準備，提供不同主題的
創作方向和素材，例如風景畫素材、動物畫素材
等等。

所需時數：約二至三小時



Workshops
藝術工作坊

***【JPHAA Certified Instructor Course 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課程 】

課程簡介
準指導師培訓需於18-20小時的課程內，學習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課程所需的粉彩技巧，完
成18幅準指認證導師指定畫作及簡單課業後，可申請成為JPHAA「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
師」。獲認證後，可以開辦日本和諧粉彩「體驗班」。

學習目標
認識日本和諧粉彩藝術的理念
掌握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課程所需的粉彩技巧，並完成18幅準指認證導師指定畫作及簡單
課業

教學對象：18歲以上；從事教育、社會服務業或有意成為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人士 
（參加者無需要任何繪畫經驗或基礎）

***【JPHAA Certified Advanced Instructor Course  
        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課程 】

課程簡介 

正指導師培訓需於4-6小時的課程內，學習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課
程所需的粉彩技巧，完成4幅正指認證導師指定畫作，可申請成
為JPHAA「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」。獲認證後，可以開辦日
本和諧粉彩「體驗班」、準指及正指導師課程。

學習目標 

認識日本和諧粉彩藝術的理念
掌握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課程所需的粉彩技巧，並完成4幅正指認
證導師指定畫作

教學對象：18歲以上，已完成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課程人士



***【JPHAA Certified Advanced Instructor Course  
         日本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課程 】

Workshops
藝術工作坊

***【Mural Painting Experiential Class 壁畫體驗班 】

課程簡介

學員透過壁畫體驗班，認識壁畫製作的過程、技法等所需知
識，透過導師試範和建議，學員不但在Studio 上課，亦同時
跟隨導師參與現有的壁畫project上，親身體驗和實踐牆壁繪
畫，如學員表現優秀，導師將有機會邀請學員加入製作團隊，
日後參與不同的壁畫製作。

教學對象：15歲或以上  
（高中生、大專生、大學生，就業或在職人士)

節數：6節 （已包括壁畫體驗節數)

*團隊作品：terenaart.com



Workshops
藝術工作坊

***【Couple Cyanotypes Workshop 情侶藍曬工作坊 】

***【Alcohol Ink on Tile Art Workshop 】

***【Oil Pastel Drawing Workshop 油畫棒工作坊 】

Terena Art Studio手作藍曬工作坊， 提供物料及導師指導， 可曬出情侶合照或自製圖
案在布袋上，完成後可當作日常布袋，也可當作小禮物。 
 
*藍 曬是傳統洗照片的古法， 又稱氰版印刷。 過程需要透過日曬，而最後的影像呈現深藍
色。

Terena Art Studio Alcohol Ink On Tile Art workshop，提供物料及導師指導， 與
流體畫製作方法相似，但運用alcohol ink 製作出各組自然圖案，參加者更可製作最多3塊
Tiles 作品，完成後可放在家中/辦公室裝飾。

Terena Art Studio 油畫棒工作坊，提供
物料及導師指導，運用油畫棒摸仿油畫繪
畫效果，以不同技法，創作出不同作品。




